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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

灰色的方法，通过对纱线先进行染色，再对纱线

织造出的坯布进行进一步染色来达到所需的效

果，本发明方案通过创造性的操作方式，使经处

理后的织物表面具有不均匀分布的部分区域相

对集中的黑色、灰色条纹及灰点，风格比较独特，

布面效果非常漂亮的技术效果和感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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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如下步骤：

（1）将涤棉混纺所需的纱线置于染缸中，加入水使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烧碱进行

混合浸泡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其中，涤棉在纺纱并条时混合；

所加入水的水温为70  ℃，加入烧碱后的混合溶液中烧碱的百分含量为0.5%，浸泡和洗

涤的时间为20  min；

（2）往染缸中重新加入水，使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加入麻灰色活性染料、匀染剂和渗透

剂且混合均匀，并使混合后麻灰色活性染料的百分含量为1%、匀染剂的百分含量为0.1%、渗

透剂的百分含量为0.1%，然后进行染色浸泡处理，染色浸泡处理的温度为85  ℃，染色时间

为30  min，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

所述匀染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型匀染剂；渗透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

（3）加入水使经染色处理后的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烧碱进行混合浸泡和洗涤处

理，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

所加入水的水温为70  ℃，加入烧碱后的混合溶液中烧碱的百分含量为0.5%，浸泡和洗

涤的时间为20  min；

（4）加入水使经步骤（3）处理后的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醋酸，调节混合体系pH为6

～7后，对纱线进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纱线取出；

（5）将经过步骤（4）处理后的纱线通过大圆机进行织造制得坯布；其中，大圆机直径为

34英寸，织针28号，总针数2976，纱线路数84，运行速度18转/分钟；

（6）将坯布置于染缸中，加入水使织物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烧碱进行混合浸泡和洗

涤，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

所加入水的水温为70  ℃，加入烧碱后的混合溶液中烧碱的百分含量为0.5%，浸泡和洗

涤的时间为20  min；

（7）加入水使经步骤（6）处理后的织物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醋酸，调节混合体系pH为6

～7后，对坯布进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坯布取出；

（8）将经过步骤（7）处理后的坯布进行定型整理后，制得染有麻灰色的涤棉混纺纬编织

物，所述定型温度为130  ℃，定型速度为20  码/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4）所述的纱线均为筒子纱。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4）所述的纱线包括涤纶纱和棉纱。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8）制得染有麻灰色的涤棉混纺纬编织物的色牢度为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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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物染色领域，尤其是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麻灰色效果的织物是一种风格独特混色效果的面料，广受消费者喜欢，灰色布面

充满了灰点，布面色泽自然和谐大方，灰色与黑色的组合协调，市面上的麻灰泛指整体布面

为一种色调，在整体色调的布面上均匀或不规格分布同种色调但是明显不同深浅的颜色

（点、线等）。涤纶纤维织物具有其服用性能具有强度好，保型性较好，弹性好，滑爽挺括、易

洗快干等优点，但存在着手感硬、触感差、光泽不柔和、透气性、吸湿性差等缺点。棉纤维织

物具有柔软、透气、吸湿、光泽柔和、保暖性好、穿着较舒适性、不过敏、较易染色等优点，但

存在弹性差、保型性差、易发霉虫蛀等缺点。涤棉麻灰织物既突出了涤纶的弹性保型性风格

又有棉织物的柔软吸湿不腻长处，在干、湿情况下弹性和耐磨性都较好，尺寸稳定，缩水率

小，具有挺拔、不易皱折、易洗、快干的特点，麻灰效果同时具有色泽独特、风格大方得的特

点，深受消费者喜欢。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染色效果佳、色牢度好且风格

独特、成本低廉的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的技术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将涤棉混纺所需的纱线置于染缸中，加入水使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烧碱

进行混合浸泡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

[0007] （2）往染缸中重新加入水，使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加入麻灰色活性染料、匀染剂和

渗透剂且混合均已，并使混合后麻灰色活性染料的百分含量为1%、匀染剂的百分含量为

0.1%、渗透剂的百分含量为0.1%，然后进行染色浸泡处理，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

[0008] （3）加入水使经染色处理后的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烧碱进行混合浸泡和洗

涤处理，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

[0009] （4）加入水使经步骤（3）处理后的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醋酸，调节混合体系

pH为6～7后，对纱线进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纱线取出；

[0010] （5）将经过步骤（4）处理后的纱线进行织造制得坯布；

[0011] （6）将坯布置于染缸中，加入水使织物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烧碱进行混合浸泡和

洗涤，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

[0012] （7）加入水使经步骤（6）处理后的织物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醋酸，调节混合体系

pH为6～7后，对坯布进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坯布取出；

[0013] （8）将经过步骤（7）处理后的坯布进行定型整理后，制得染有麻灰色的涤棉混纺纬

编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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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步骤（1）‑（4）所述的纱线均为筒子纱。

[0015] 进一步，步骤（1）‑（4）所述的纱线包括涤纶纱和棉纱。

[0016] 进一步，步骤（1）中，所加入水的水温为70  ℃，加入烧碱后的混合溶液中烧碱的百

分含量为0.5%，浸泡和洗涤的时间为20  min。

[0017] 进一步，步骤（2）中，染色浸泡处理的温度为85  ℃，染色时间为30  min。

[0018] 进一步，步骤（2）中，匀染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型匀染剂；渗透剂为十二烷基硫

酸钠。

[0019] 进一步，步骤（3）中所加入水的水温为70  ℃，加入烧碱后的混合溶液中烧碱的百

分含量为0.5%，浸泡和洗涤的时间为20  min。

[0020] 进一步，步骤（5）中将经过步骤（4）处理后的纱线通过大圆机进行织造制得坯布；

其中，大圆机直径为34英寸，织针28号，总针数2976，纱线路数84，运行速度18转/分钟。

[0021] 进一步，步骤（6）中所加入水的水温为70  ℃，加入烧碱后的混合溶液中烧碱的百

分含量为0.5%，浸泡和洗涤的时间为20  min；步骤（8）中定型温度为130  ℃，定型速度为20 

码/min。

[0022] 进一步，步骤（8）制得染有麻灰色的涤棉混纺纬编织物的色牢度为4级。

[0023] 本发明方案的纺纱步骤简要如下：

[0024] 纺纱：清花→梳棉→预并→条卷→精梳→并条→粗纱→细纱

[0025] 纺纱的简要参数如下：

[0026] 纱线规格T/C  50/50 J40S。

[0027] 清棉工序

[0028] 涤：定量为385g/m，牵手速度990r/min。

[0029] 棉：定量为385g/m，牵手速度1000r/min。

[0030] 梳棉工序：

[0031] 涤：定量为4.5g/m，锡林/道夫线速度比值=0.15。

[0032] 棉：定量为4.6g/m，锡林/道夫线速度比值=0.14。

[0033] 预并

[0034] 涤：定量4.7g/m，罗拉隔距10×12×14，后牵伸1.0，前罗拉速度1500r/min，合并根

数8根。

[0035] 棉：定量4.8g/m，罗拉隔距10×12×8，后牵伸1.0，前罗拉速度1500r/min，合并根

数8根。

[0036] 条卷

[0037] 涤：小卷长度50m，定量为11.5/m，并合根数20根。

[0038] 棉：小卷长度50m，定量为12/m，并合根数20根。

[0039] 精梳

[0040] 涤：定量4.8g/m，实际牵伸118，合并根数4，落棉率16%，锡林速度220r/min，梳理隔

距0.5。

[0041] 棉：定量4.9g/m，实际牵伸120，合并根数4，落棉率18%，锡林速度230r/min，梳理隔

距0.4。

[0042] 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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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定量4.7g/m，罗拉隔距10×12×9，后牵伸倍数1.035，前罗拉速度1434r/min，合并

根数8根。

[0044] 粗纱

[0045] 定量4.712g/10m，实际牵伸倍数30.12，捻度5.876捻/10cm,锭速1000。

[0046] 细纱

[0047] 纱线规格14.5g/km,实际牵伸倍数30,12，捻度330捻/10cm,锭速15341.2。

[0048] 涤棉短纤混纺时，在开清工序或并条工序时进行混合，在某个工序进行混合时会

对混合效果有影响，如果在开清工序进行混合，则混纺纱混合较为均匀，在后期对涤棉中的

棉原料进行染色时，涤纶不吃色，整个纱线是均匀的黑白麻灰效果，而织造的布面效果就是

麻灰点状效益均匀布满整个布面。如果在并条部分进行混合，因为涤纶短纤和棉纤维都需

要经过开清、梳理工序而形成条子，条子在并条过程中并不能像开清过程混合的非常均匀，

因此并条后，涤棉条子在呈平行状态分布，在后期粗纱和细纱工序中，呈平行状态的涤棉条

子会在纱线表面及内部出现，进而在后期对涤棉中的棉进行染色时，棉条吃色而涤条不吃

色，在纱线上会出现不均匀细条状及点状黑色，织物表面将具有不均匀分布的部分区域相

对集中的黑色、灰色条纹及灰点，风格比较独特，布面效果非常漂亮。

[0049] 染色工艺：

[0050] 染色工艺一般选择上染棉纤维充分，因为棉纤维染色温度较低可以节约能源，同

时活性染料相对比较便宜，棉纤维的上染率也较高，色牢度相对较好。

[0051] 上染时，可以选择上染棉纤维，也可以上染涤棉纱，也可以涤棉混纺坯布进行染

色，都可以得到麻灰效果。但是各有优缺点，上染纤维成本较高、对纤维损伤较大，纤维性能

易下降，但是成品颜色不会产生缸差和批差；上染坯布时，成本较低，生产效率高，但是易产

生缸差，涤纶也容易产生沾色色疵，影响布面效果；上染涤棉纱时，性能和成本介于两者之

间。根据具体产品需求，进行上染选择。

[0052] 采用上述的技术方案，本发明相较于现有技术，其具有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方案

通过创造性的操作方式，使经处理后的织物表面具有不均匀分布的部分区域相对集中的黑

色、灰色条纹及灰点，风格比较独特，布面效果非常漂亮的技术效果和感官体验。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一种涤棉混纺纬编织物染麻灰色的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54] （1）将涤棉混纺所需的筒子纱（包括涤纶纱和棉纱）置于染缸中，加入水温为70  ℃

的水使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烧碱进行混合浸泡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

其中，加入烧碱后的混合溶液中烧碱的百分含量为0.5%，浸泡和洗涤的时间为20  min；

[0055] （2）往染缸中重新加入水，使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加入麻灰色活性染料、匀染剂和

渗透剂且混合均已，并使混合后麻灰色活性染料的百分含量为1%、匀染剂的百分含量为

0.1%、渗透剂的百分含量为0.1%，然后进行染色浸泡处理30  min，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

出，其中，染色浸泡处理的温度为85  ℃；匀染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型匀染剂；渗透剂为十

二烷基硫酸钠；

[0056] （3）加入水使经染色处理后的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烧碱进行混合浸泡和洗

涤处理，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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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4）加入水温为70  ℃的水使经步骤（3）处理后的纱线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醋酸，

调节混合体系pH为6～7后，对纱线进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纱线取出；其中，加入烧碱后的

混合溶液中烧碱的百分含量为0.5%，浸泡和洗涤的时间为20  min；

[0058] （5）将经过步骤（4）处理后的纱线进行织造制得坯布；其中，织造为通过大圆机进

行织造制得坯布；大圆机直径为34英寸，织针28号，总针数2976，纱线路数84，运行速度18

转/分钟；

[0059] （6）将坯布置于染缸中，加入水温为70  ℃的水使织物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烧碱

进行混合浸泡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混合液排出；其中，加入烧碱后的混合溶液中烧碱的

百分含量为0.5%，浸泡和洗涤的时间为20  min；

[0060] （7）加入水使经步骤（6）处理后的织物浸没其中，然后再加入醋酸，调节混合体系

pH为6～7后，对坯布进行洗涤，处理完毕后，将坯布取出；

[0061] （8）将经过步骤（7）处理后的坯布进行定型整理后，制得染有麻灰色的涤棉混纺纬

编织物；其中，定型温度为130  ℃，定型速度为20  码/min；所制得染有麻灰色的涤棉混纺纬

编织物的色牢度为4级。

[006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照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

与修饰，皆属于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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